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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1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

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2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3  公司负责人李水荣、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董庆慈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董庆

慈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  本公司第一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总资产 6,904,981,176.49 7,047,050,098.31 -2.0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资产 
2,976,829,144.65 2,949,320,908.84 0.93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239,682,427.16 98,388,161.07 -343.61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509,971,529.46 1,387,316,797.63 -63.2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27,508,235.81 283,593,147.05 -90.3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5,778,847.30 301,331,358.16 -91.4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93 10.09 减少 9.16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9 0.91 -90.1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9 0.91 -90.11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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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14,637.06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但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密

切相关，符合国家政策规定、按照一定标准定额或定

量持续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1,219,149.82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

持有交易性金融资产、衍生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

债、衍生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以及处

置交易性金融资产、衍生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

衍生金融负债和其他债权投资取得的投资收益 

595,721.90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215,820.66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51,093.36 

所得税影响额 -264,847.57 

合计 1,729,388.51 

 

2.2 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户） 35,505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全称） 
期末持股 

数量 

比例

(%) 

持有有限售

条件股份数

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性质 
股份状态 数量 

浙江荣盛控股集团有

限公司 
90,417,600 29.08 0 质押 60,000,000 

境内非国

有法人 

宁波经济技术开发区

控股有限公司 
5,325,772 1.71 0 未知  国有法人 

王维和 1,709,461 0.55 0 未知  
境内自然

人 

黄佩玲 1,480,360 0.48 0 未知  其他 

ACADIAN 资产管理有限

责任公司－ACADIAN 中

国 A股股票主基金（交

易所） 

1,394,764 0.45 0 未知  其他 

杨丘琳 1,247,890 0.40 0 未知  其他 

周天一 1,140,000 0.37 0 未知  其他 

朱浩 1,014,864 0.33 0 未知  其他 

魏红云 929,900 0.30 0 未知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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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伟 910,000 0.29 0 未知  
境内自然

人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

通股的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浙江荣盛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90,417,600 人民币普通股 90,417,600 

宁波经济技术开发区控股有限公司 5,325,772 人民币普通股 5,325,772 

王维和 1,709,461 人民币普通股 1,709,461 

黄佩玲 1,480,360 人民币普通股 1,480,360 

ACADIAN 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ACADIAN中国 A 股股票主基金（交易

所） 

1,394,764 人民币普通股 1,394,764 

杨丘琳 1,247,890 人民币普通股 1,247,890 

周天一 1,14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140,000 

朱浩 1,014,864 人民币普通股 1,014,864 

魏红云 929,900 人民币普通股 929,900 

沈伟 910,000 人民币普通股 91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上述股东中，浙江荣盛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宁波经济技术

开发区控股有限公司、王维和、沈伟之间无关联关系，公

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以及他们与前述股东之间是否有关

联关系。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

量的说明 
无优先股股东 

 

2.3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前十名优先股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

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三、 重要事项 

3.1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 □不适用  

（一）报告期资产负债表项目大幅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2021年 3月 31日 2020年 12月 31日 变动比例（%） 

 应收账款 102,792,153.53  177,446,854.33  -42.07  

 预付款项 311,936,843.45  156,792,636.58  98.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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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持有待售资产   1,249,942.21  -100.00  

 长期股权投资 60,428,852.61  93,005,024.25  -35.03  

 使用权资产 13,441,505.42  不适用 不适用 

 预收款项 4,919,223.35  7,181,209.17  -31.50  

 长期借款 19,011,567.38  9,931,814.71  91.42  

 租赁负债 14,149,476.22  不适用 不适用 

 

1、应收账款减少主要系子公司宁波联合集团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上年末应收销货款于本报告

期收到所致。 

2、预付款项增加主要系子公司温州和晟文旅投资有限公司预付土地竞买保证金及子公司宁波

联合集团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预付采购款共同影响所致。 

3、持有待售资产减少系子公司温州银联投资置业有限公司按约向客户交付房产所致。 

4、长期股权投资减少主要系本公司联营企业宁波青峙化工码头有限公司宣告分红所致。 

5、使用权资产系自本报告期初始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第 21 号--租赁（2018 年）》，子公司梁

祝婚庆集团有限公司的子公司宁波镇海薇拉玉玺文化创意有限公司作为承租人对租赁资产的使用

权予以确认所致。 

6、预收款项减少主要系全资子公司宁波梁祝文化产业园开发有限公司确认跨期租金及物业费

所致。 

7、长期借款增加系子公司温州和晟文旅投资有限公司装修抵押借款增加所致。 

8、租赁负债系自本报告期初始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第 21 号--租赁（2018 年）》，子公司梁祝

婚庆集团有限公司的子公司宁波镇海薇拉玉玺文化创意有限公司因确认使用权资产而相应确认租

赁负债所致。 

 

（二）报告期利润表项目大幅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2021年一季度 2020年一季度 变动比例（%） 

营业收入 509,971,529.46  1,387,316,797.63  -63.24  

营业成本 444,970,700.94  803,272,947.20  -44.61  

税金及附加 7,873,334.21  224,136,521.59  -96.49  

财务费用 1,692,199.20  7,763,075.34  -78.20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损失以“-”号填

列） 
551,113.99  -23,908,314.90  不适用  

资产处置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14,637.06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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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外收入 312,837.96  42,769.94  631.44  

营业外支出 97,017.30  1,430,000.00  -93.22  

所得税费用 6,985,848.99  21,204,036.27  -67.05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27,508,235.81  283,593,147.05  -90.30  

 

1、营业收入减少主要系全资子公司宁波梁祝文化产业园开发有限公司商品房销售收入减少所

致。 

2、营业成本减少主要系全资子公司宁波梁祝文化产业园开发有限公司商品房销售收入减少，

其成本相应减少所致。 

3、税金及附加减少主要系全资子公司宁波梁祝文化产业园开发有限公司商品房销售收入减少，

其税金及附加相应减少所致。 

4、财务费用减少主要系借款减少所致。 

5、公允价值变动收益增加主要系本公司持有的其他上市公司股票市值上升所致。 

6、资产处置收益主要系子公司宁波联合集团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处置车辆产生收益所致。 

7、营业外收入增加主要系全资子公司嵊泗远东长滩旅游开发有限公司收到的客户违约赔款及

全资子公司宁波梁祝文化园管理有限公司收到的捐赠均增加共同影响所致。 

8、营业外支出减少主要系上年同期子公司温州银联投资置业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新冠肺炎疫

情捐款较多所致。 

9、所得税费用减少主要系全资子公司宁波梁祝文化产业园开发有限公司商品房销售收入减少

致使应纳税所得额相应减少所致。 

10、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减少主要系全资子公司宁波梁祝文化产业园开发有限公司商

品房销售收入减少所致。 

 

（三）报告期现金流量表项目大幅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2021年一季度 2020年一季度 变动值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39,682,427.16 98,388,161.07 -338,070,588.23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745,619.67 -7,464,381.92 12,210,001.59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3,975,659.05 -171,694,115.34 147,718,456.29 

 

1、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大幅变动的原因主要系上年同期子公司温州银和房地产有限

公司预收房款较多所致。 

2、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变动的原因主要系本公司收到联营企业宁波青峙化工码头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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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公司分红款增加所致。 

3、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大幅变动的原因主要系归还借款减少所致。 

 

3.2 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3.3 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适用 √不适用  

 

3.4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重大变动的

警示及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减少70%

到90%，主要系全资子公司宁波梁祝文化产业园开发有限公司商品房销售收入减少所致。 

 

 

公司名称 宁波联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李水荣 

日期 2021年 4月 23日 

 

 


